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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毅行者 –

VIRTUALL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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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19:00 - 19:10  活動攻略

•19:10 - 19:15 問答

•19:15 - 19:40  TRAILME 應用程式教學及電話設定教學

•19:40 –19:45 問答

•19:45 –19:55 活動形式 / 路段

•19:55 –20:00 問答



活動攻略

黃玉閒女士 (樂施會籌募經理-活動)

2/2/2021

樂施毅行者 –

VIRTUALL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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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活動日期︰2021年2月8日–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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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機構

贊助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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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重要!!!!! 重要!!!!!

• 安全

• 自我補給

• 正確使用
TRAILME

「堅毅行」

「慢活行」/「任你行」第一段

「慢活行」/「任你行」第二段

「慢活行」/「任你行」第三段

「慢活行」/「任你行」第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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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料

•日期
• 2021年2月8日 (星期一)早上7時起至3月7日 (星期日)晚上9時止

•參與形式
•以個人形式參與 (大會接受參加者安排支援團隊，在活動期間提供所需

物資以完成活動。支援團隊必須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嚴格遵守《預防及
控制疾病 (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599G章)及《預防及控制疾病(佩戴
口罩)規例》(第599I章))

•捐款
•不設最低捐款額，亦歡迎參加者繼續籌款，以支持樂施會的扶貧工作。

如有意捐款，請電郵至otwinfo@oxfam.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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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路線

• 「樂施毅行者- Virtually Together」路段首88公里按麥理浩徑
路線中的第一至第九段進發 (即標距柱M001–M174)，接著離開
麥理浩徑，穿過吉慶橋後，沿大欖涌水塘北岸繼續前行約5公里
，直至引水道石屎路，右轉往黃泥墩 / 大棠方向，最後前往終
點元朗大棠燒烤區。

• 下列為「樂施毅行者 - Virtually Together」路段與麥理浩徑不
同之處，請行走大會指定路線﹕

麥理浩徑路線 「樂施毅行者 - Virtually Together」路線

第二段 M031-M033 由M031經西灣沙灘至M033

第八段 M152-M156 由M152沿大帽山道至荃錦公路

第十段 M175-M200 穿過吉慶橋，沿大欖涌水塘邊小徑行走至末端與石

屎路的交界位置，右轉往黃泥墩 / 大棠方向，最後

往終點元朗大棠燒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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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與形式/路段

• 「堅毅行」 (OTW VT 100km One Go)

參加者需於48小時內一次過完成約100公里的路徑。
路線︰西貢北潭涌傷健樂園至元朗大棠燒烤區

• 「慢活行」 (OTW VT Section 1-4)

參加者以最多四次（即以兩次或三次均可），分別完成全部指定4段路段，合共約100公里的路徑。
參加者可自行決定進行4段路段之先後次序。

• 「任你行」 (OTW VT Section 1-4)

參加者必需選擇於西貢北潭涌傷健樂園、企嶺下、大埔公路或荃錦公路作為起點 (即上述第二個形式
之四個起點)，因應自己的能力而決定終點位置，悉隨完成整段或部份路徑。

指定路段 指定時限

第一段

OTW VT SECTION-1

西貢北潭涌傷健樂園至企嶺下 須於按「START RUNNING」後17小時

內完成

第二段

OTW VT SECTION-2

企嶺下至大埔公路麥理浩徑第五段

終點

須於按「START RUNNING」後14小時

內完成

第三段

OTW VT SECTION-3

大埔公路公廁至荃錦公路扶輪公園

停車場入口

須於按「START RUNNING」後10小時

內完成

第四段

OTW VT SECTION-4

荃錦公路麥理浩徑第九段起點至元

朗大棠燒烤區

須於按「START RUNNING」後7小時

內完成

各形式之起點及
終點將於手機應

用程式
TRAILME簡介

時詳細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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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補給點參考資料

位置 類別
與之後一個補水
點距離 (公里)

地圖位置連結 營業時間

西貢北潭涌

北潭涌小食亭

15.8
https://bit.ly
/3pS8jOV

星期一至五﹕9am-6pm
星期六至日及公眾假期：
7am-7pm

漁護署加水站
-

西灣 村內數間士多 8.2
https://bit.ly
/38aKTxU

-

北潭凹
漁護署加水站
汽水機
(有機會售罄)

2.9
https://bit.ly
/3b64PEb

-

以下資料只供參考，活動期間之實際營業時間、所提供之補給的種類及數量，皆由各
個補給站自行決定及作準。基於安全考慮，參加者請於活動期間自備足夠食水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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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補給點參考資料

位置 類別
與之後一個
補水點距離
(公里)

地圖位置連結 營業時間

嶂上 許林士多 6
https://bit.ly
/2KZzUi3

逢星期一及
2月12至13日
(年初一、二)：休息
星期二至星期四：12nn-5pm
星期五：12nn-9pm
星期六至日：8am-9pm

企嶺下

漁護署加水站
自費汽水機
(有機會售罄)

16
https://bit.ly
/3b9I9mr

-

自費加水站
(有機會售罄)

16
https://bit.ly
/3b7cbr0

-

沙田坳 恆益商店 7.4
https://bit.ly
/3hDzWZ3

星期一至星期五：10:30am-
8pm
星期六至日：9am-8pm

大埔公路
漁護署加水站
汽水機
(有機會售罄)

4.1
https://bit.ly
/392hSUF

-



HEADLINE HERE 按一下以編輯標題

1212

自我補給點參考資料

位置 類別
與之後一個補
水點距離(公
里)

地圖位置連結 營業時間

城門水塘六
號燒烤場

漁護署加水站
自費加水站
汽水機
(有機會售罄)

16
https://bit.ly/
3hDJu6e

-

大帽山

大帽山郊遊公園遊客
中心茶水亭 (蓮姐)

19.9
https://bit.ly/
3948vDY

星期一至四：7am-6pm
星期五至日及公眾假期：7am-
11pm

自費加水站
(有機會售罄)

大帽山郊遊公園茶水
亭

19.9 
https://bit.ly/
2LfN9Lq

星期一至日：8am-9pm

自費加水站
(有機會售罄)

元朗大棠 大棠燒烤區小食亭 --
https://bit.ly/
3pS8MRb

2月12日(年初一)：休息
星期一至五：
9am-5pm
星期六至日及公眾假期﹕9am-
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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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

*禮品包內有3份隨機分派之樂施毅行者紀念品 (恕不設更換)︰

2020 紀念襟章/ 樂施毅行者 x Columbia Sportswear輕型運動腰包/樂施毅行者 x Columbia活動 T 恤/
限量版手提袋等，更多驚喜禮品稍後陸續送上！

參與形式 電子證書 紀念毛巾 *禮品包 印 有 「 樂 施 毅 行 者 -

Virtually Together」標

誌之Lockill可重用口罩

「堅毅行」：

48小時內一次過完成約100公

里的路徑

印有完成時間及「一

次過完成100公里」字

樣之證書

一條 一份 一個

「慢活行」：

以最多四次分別完成4段，合

共約100公里的路徑

印有「分段完成100公

里字樣」 之證書

一條 一份 一個

「任你行」：

因應能力決定終點，悉隨完

成整段或部份路徑

印有「參與活動」字

樣之證書

一條 一份 不適用

海外參加者 印有「參與活動」字

樣之證書

一條 一份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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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衞生注意事項

1.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

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2.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20秒，用水過清。如沒有洗手設施，或雙手沒

有明顯污垢時，使用含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3.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不要隨地吐痰或亂拋垃圾，痰涎應用紙巾包好，把用

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的垃圾箱內，然後徹底清潔雙手。

4. 應隨身帶備外科口罩、消毒濕紙巾及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

5. 當出現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地方，不應繼續參

加活動及盡早向醫生求診。

6. 正確脫下及妥善棄置外科口罩，切勿隨便棄置於山徑上。

7. 如有需要，請自行購買相關2019冠狀病毒病之保險並了解清楚當中之細則。

8. 避免接觸野生動物 (包括野豬、猴子、禽鳥等或其糞便)。

9. 盡量與他人保持距離 (至少1.5米)

大會最新防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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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TRAILME賬戶

參加者請於Apple Store 及Google Play Store下載應用程式
及開設TRAILME賬戶試用
• Apple: https://apps.apple.com/app/id1476539277

•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uhey.trailme

• 開設TRAILME賬戶之電郵，必需與較早前向樂施會報名參加此活動時所遞交
之電郵相符，並不可與其他參加者共用電郵

• 參加者請於開始進行活動前三天，預先登記參與形式 / 路段 (堅毅行 /慢活行/

任你行)

https://apps.apple.com/app/id1476539277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uhey.trailme


TRAILME

⽤⼾指南

 



�何開�TRAILME帳戶

�何登記「��毅⾏者-Virtually

Together」活動

開��⾏「��毅⾏者-Virtually

Together」活動

�何�蹤參加者

問��

1.

2.

3.

4.

5.

                                                    



步�⼀��� 「SIGN UP」（紅�位置）��緊記使⽤提供予��會之���址作

登記TRAILME帳戶�否則該帳戶�不�參加「��毅⾏者 - Virtually Together」活動

�何開�TRAILME帳戶



�何開�TRAILME帳戶

�稱「Nickname」: �少5個字�只可包括A-Z/ a-z/ 0-9

密碼「Password」: �少8個字�必�包括1個�⽂⼤��1個�⽂細��1個�字

步�⼆﹕填寫個⼈����⼩⼼填寫�稱「Nickname」、 登�密碼「Password」����址「Email Address」，

完成���「SIGN UP」（紅�位置）



�何開�TRAILME帳戶
步�三﹕TRAILME（support@trailme.com.hk）�會發出確��件到所登記之���址�

���並�「ACTIVATE」（紅�位置）�動TRAILME帳戶



�何開�TRAILME帳戶
步�四﹕登�TRAILME帳戶��「SETTINGS」�再�擇「User Settings」��核對�填

寫所����完成���「SAVE」��留意��絡�話⽤作收�已完成路段短訊�

�稱

���址

⾏⼭經驗

出⽣⽇期

�絡�話

緊��絡

�

�

性別



步�⼀﹕��擇 'Oxfam Trailwalker – Virtually Together' 活動

步�⼆﹕��擇參�形式和路段�每⼀個路段�重�登記並�發�的參加者��（Vxxxx） 

「堅毅⾏」

「�活⾏」/「�你⾏」�⼀段

「�活⾏」/「�你⾏」�⼆段

「�活⾏」/「�你⾏」�三段

「�活⾏」/「�你⾏」�四段

�何登記「��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何登記「��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步�三﹕⼩⼼�讀路線����� 「REGISTER」（紅�位置）登記

步�四﹕�� 「CONFIRM」（紅�位置）確�已�擇之參�形式�路段



�何登記「��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步�五﹕�填寫∕核對個⼈����右下⽅「->（紅�位置）到下⼀⾴���� 「SAVE」

（紅�位置）



�何登記「��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步�六﹕當成功登記���⾃動�得是���參�形式�路段的參加者���供�友�蹤�

（�注意每個登記之路段�會�⼀個��獨⽴的參加者��）



�何登記「��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未�成功登記參加 OTW-VT活動��會出現�下訊息�

��況�可�發⽣於使⽤了不正確的���址



開��⾏「��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功�

開�⼿�定位 (GPS / Location)

開��動�� (3G/ 4G/5G)

關閉⼿�「慳�」�式

關閉⼿�「�勿打�」�式

參加者開�⼿�應⽤�式「TRAILME」��

�先設定�下⼿�功�﹕

1.

2.

3.

4.

5.



開��⾏「��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步�⼀﹕��擇 'Oxfam Trailwalker – Virtually Together' 活動

步�⼆﹕��擇��⾏之已登記的路段

步�三﹕�� 「ENTER THE RACE」



開��⾏「��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步�四﹕顯�參加者之是�路段的參加者��(Vxxxx)���「START RUNNING」（紅�位置）

⽴即開�活動

步�五﹕�開���⼿�畫⾯�顯�活動路線�當到��⼀個��路���參加者狀��顯

�為「RACING」 （紅�位置）



完成

當��終點��「TRAILME」 會⾃動紀��

顯�完成�間�參加者��額��動�何�

��參加者�收到�話短訊確�已完成是�

路段�

放�

�參加者於活動�⾏期間�擇�出���右

上⽅ 「GIVE UP」（紅�位置）��⽅便⼤會

得�各活動路段之參加⼈��參加者可於2

⽉8 ⽇⾄3⽉7⽇活動期間�再�重�登記�

�⾏曾放�之路段��⾃⾏衡量���活動

⾏��活動於3⽉7⽇晚上9�正式完結�

開��⾏「��毅⾏者-Virtually Together」



OTW VT 100km FULL 「堅毅⾏」

OTW VT Section-1 「�活⾏」/「�你⾏」

�⼀段 (西貢�潭涌傷健��⾄企�下)

OTW VT Section-2 「�活⾏」/「�你⾏」

�⼆段 (企�下⾄⼤埔�路�理浩徑�五段

終點)

OTW VT Section-3 「�活⾏」/「�你⾏」

�三段 (⼤埔�路�厠⾄�錦�路扶輪��

停⾞場�⼝)

OTW VT Section-4 「�活⾏」/「�你⾏」

�四段 (�錦�路�理浩徑�九段�點⾄元

朗⼤����)

步�⼀﹕��畫⾯下⽅中間位置

「LIVE」（紅�位置）��擇�蹤哪⼀個路線:

步�⼆﹕��右上⽅「Ranking」（紅�位置）

�何�蹤參加者



�何�蹤參加者
步�三﹕可⽤參加者�� / 性別/ 參加者����

步�四﹕����下希��蹤的參加者�並點擊「Livetracking」（紅�位置）為ON�完成

���左上⽅「<-」�回���（��蹤�於⼀位參加者��重�步�三�四）



TRAILME 問��

問題1��果��信�不��會否影響�蹤記�?

��1�信�不�只會影響��上載�不會影響�蹤記��  

問題2��果�話沒��會否�失�蹤記��

��2��發現�話沒���⽴即��並重���TRAILME�之�的記�會�留�但�

話關閉期間不會��蹤記��⼤會建議參加者每到停下休息�檢��話的�量��免

�失�蹤記��

問題3�爲何同⼀�間�開���和GPS？

��3�TRAILME是⼀個⾼科技技�平台���同�開���和GPS�確�參加者成功被

�蹤�讓主辦單位��友可�得�參加者之位置� 

問題4� 我和隊友⼀�⾏�爲何在TRAILME 上我們的位置是不⼀樣�

��4� �是因爲其中⼀位的�話信�不�⽽引���未���上載�  

 
 



 
問題5: 我覺得�蹤的訊��⾳�����可�關閉嗎� 

��5: 你可�關閉�⾳�只開�動�式�⼜或者可���⾄中�提��式�

⽅法� TRAILME/Setting/App Settings/Performance Update Frequency/, change From

Maximum to Moderate.

問題6: 我已經完成其中⼀段�爲何沒�收到短訊�但同⾏朋友�收到�

��6: �三個可�性�1）你沒�在 USER SETTINGS ��⼿提�話�碼 2）你沒�在正

確的位置�步⽽變成 DO NOT START  3）你並沒��START RUNNING ， 所�你已⾏的路段

不被記��

問題7: 我打�參加「OTW VT 100km One Go」, 但中��可�找�⽅休息⼀會��問在休

息的���何�理TRAILME？

��7: �確�休息的���話�⾜��量�切勿關掉�話�並確�在限�内完成�

TRAILME 問��



其��況

1. ���(Connection

Timeout )

- ���⼼�你仍會繼續

被�蹤；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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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行」
(OTW VT 100km One Go)

參加者需於48小時內一次過完成約100公里的路徑

路線︰西貢北潭涌傷健樂園至元朗大棠燒烤區



HEADLINE HERE 按一下以編輯標題

33

• 「堅毅行」參加者請於此範圍內啟動TRAILME應用程式，選擇參與「
OTW VT 100km One Go」，並按「START RUNNING」。

「堅毅行」
(OTW VT 100km On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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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抵達終點時，TRAILME 會自動紀錄及顯示完成時間，參加者無需額
外按任何按鈕！此外，參加者將會收到已完成路段之完成時間短訊。

「堅毅行」
(OTW VT 100km On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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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行」/「任你行」
(OTW VT SECTION 1-4)

• 「慢活行」 (OTW VT Section 1-4)

參加者以最多四次（即以兩次或三次均可），分別完成整段指定4段路段，合
共約100公里的路徑。參加者可自行決定進行4段路段之先後次序。

「任你行」 (OTW VT Section 1-4)

參加者必需選擇於西貢北潭涌傷健樂園、企嶺下、大埔公路或荃錦公路作為起
點 (即上述第二個形式之四個起點)，因應自己的能力而決定終點位置，悉隨完
成整段或部份路徑。

指定路段 指定時間
第一段

OTW VT SECTION-1

西貢北潭涌傷健樂園至企嶺下 須於按「START RUNNING」後17

小時內完成

第二段

OTW VT SECTION-2

企嶺下至大埔公路麥理浩徑第五段終

點

須於按「START RUNNING」後14

小時內完成

第三段

OTW VT SECTION-3

大埔公路公廁至荃錦公路扶輪公園停

車場入口

須於按「START RUNNING」後10

小時內完成

第四段

OTW VT SECTION-4

荃錦公路麥理浩徑第九段至元朗大棠

燒烤區

須於按「START RUNNING」後7小

時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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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行」/「任你行」起步點
(OTW VT Section 1 )

• OTW VT Section-1起點：西貢北潭涌傷健樂園地圖資訊板
• 參加者請於此啟動TRAILME應用程式，選擇參與「OTW VT Section-1

」，並按「START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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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W VT Section-1終點﹕企嶺下公廁旁木柱
• 當抵達終點時，TRAILME 會自動紀錄及顯示完成時間，參加者無需額外
按任何按鈕！此外，參加者將會收到已完成路段之完成時間短訊。

慢活行」/「任你行」終點
(OTW VT Section 1 )



HEADLINE HERE 按一下以編輯標題

88

慢活行」/「任你行」起步點
(OTW VT Section 2 )

• OTW VT Section-2起點：西貢西沙路企嶺下燒烤場涼亭
• 參加者請於此啟動TRAILME應用程式，選擇參與「OTW VT Section-2

」，並按「START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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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 參加者不需要進入基維爾營地，只需沿麥理浩徑行走

慢活行」/「任你行」
(OTW VT Sectio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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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W VT Section-2終點﹕大埔公路麥理浩徑第五段終點地圖
資訊板
• 當抵達終點時，TRAILME 會自動紀錄及顯示完成時間，參加者無需額外
按任何按鈕！此外，參加者將會收到已完成路段之完成時間短訊。

慢活行」/「任你行」終點
(OTW VT Sectio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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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行」/「任你行」起步點
(OTW VT Section 3 )

• OTW VT Section-3 起點：大埔公路公廁旁地圖資訊板
• 參加者請於此啟動TRAILME應用程式，選擇參與「OTW VT Section-3

」，並按「START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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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W VT Section-3 終點﹕荃錦公路扶輪公園停車場入口
• 當抵達終點時，TRAILME 會自動紀錄及顯示完成時間，參加者無需額外
按任何按鈕！此外，參加者將會收到已完成路段之完成時間短訊。

慢活行」/「任你行」終點
(OTW VT Section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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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行」/「任你行」起步點
(OTW VT Section 4 )

• OTW VT Section-4 起點：荃錦公路麥理浩徑第九段地圖
資訊板
• 參加者請於此啟動TRAILME應用程式，選擇參與「OTW VT Section-4

」，並按「START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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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W VT Section-4 終點﹕元朗大棠燒烤區地圖資訊板
• 當抵達終點時，TRAILME 會自動紀錄及顯示完成時間，參加者無需額外
按任何按鈕！此外，參加者將會收到已完成路段之完成時間短訊。

慢活行」/「任你行」終點
(OTW VT Section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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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